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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飞
中中国国梦梦··传传承承红红基基

因

开 栏 语开 栏 语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传承红色基

因因”、“”、“革命传统教育从娃娃抓起革命传统教育从娃娃抓起””的重要指示的重要指示
精神和中国关工委以及省关工委的工作部精神和中国关工委以及省关工委的工作部
署署，，市关工委市关工委、、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池州日报社研究决池州日报社研究决
定定，，今年在全市中小学青少年中今年在全市中小学青少年中，，开展开展““放飞放飞
中国梦中国梦··传承红基因传承红基因””主题教育征文活动主题教育征文活动，，深深
化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化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观教育。。并结合建军并结合建军 9090 周年等重大节庆活周年等重大节庆活
动动，，充分发挥我市各地红色资源和各类青少充分发挥我市各地红色资源和各类青少
年教育基地作用年教育基地作用，，开展各具特色的红色教育开展各具特色的红色教育
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现刊发部分优秀征文现刊发部分优秀征文，，以飨读者以飨读者。。

读《百年追梦》一书，让我明白了新中国的成立
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历程，也让我明白了在追逐“中
国梦”的道路上，一代代的中华儿女付出了多少的努
力。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体现着中华民族的高尚精
神，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激荡起耀眼的浪花，也必将穿
越时空，为我们照亮现在和未来的道路。

我的梦想是做一名翻译，我之所以想选择这种职
业，是因为我想将我们国家灿烂的文化推向世界，让
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我们国家的文明；我也想翻译国
外的一些先进的资料。我希望自己是一座桥梁，通过
翻译工作，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有自
己的梦想，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样汇聚起来，不
就可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了吗？

生活在新社会的我们是幸福的，我们衣食无忧，
我们住上了宽敞的大楼。在我们眼里，祖国就像是一
座美丽的大花园，充满着盎然的生机，我们就是这花
园中的一朵朵幸福的花儿，享受着良好的教育。

生活在这样美好的时代，我感到幸福。我要努力
实现我的梦想，长大了要为祖国的富强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让梦想照亮明天的路
东至县至德小学406班张静雯
指导老师：熊仕喜

草长莺飞，春意正浓，妈妈说这个周末我们一起
去看望乡下表姨吧。我的记忆马上回放到初次见到表
姨的情形，那是很多年前，表姨一家还住在低矮的砖
房里，家里摆的不过是几件少得可怜的旧家具。表姨
的衣着很朴实，灰土的脸上有着比同龄人更多更深的
皱纹。想到这里，我有些不情愿去了，妈妈看出我的
疑虑说：“表姨给我们准备了惊喜呢！”我半信半疑地。

车子行驶了两个小时后终于到达村口。只见整齐
划一的新房子排排矗立，村道宽阔整洁，两旁的绿树
与红花交相掩映。我扯了扯妈妈的衣角，问：“我们
是不是走错地方了？”妈妈笑眯眯地告诉我：“怎么
样？是不是很惊喜？”正说着，表姨满面春风地过来
了。她一身鲜艳而新潮的服饰衬得肤色红晕，我惊讶
得说不出话来。表姨摸着我的头说：“小菲都长这么
高了，是不是觉得这里的变化大呀？”我使劲地点着
头，拉着表姨要一探究竟。

表姨说，近年来，国家提倡新农村建设，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我们算是赶上了好时代了！”表姨的口
气里满是欣慰。表姨还告诉我们，现在村里的老人满
60 岁都可以领到养老金，人人享受农村合作医疗。
村里还经常开办知识讲座，请专家为她们解疑释惑
……

正说着，表姨夫回来了，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我
们，近几年他承包了村里的鱼塘，运用低碳高效的养
殖技术，不仅能增产，还减少了成本投入。表姨夫还
利用现有资源办起了农家乐，吸引了很多城里的游客
前来休闲观光，每年收益颇丰呢！

表姨领着我四处逛逛，我发现她的书桌上摆着一
本《百年追梦 全面小康》的读本，表姨说这是她找
村里的小孩借的，每天都会读上几页。她振奋地告诉
我：“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更是我们每个人
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努力地践
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让这种中国精神永远闪耀璀璨光芒。”

从表姨家回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想：
“我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不仅要努力学好课堂知
识，还要到实践中把知识变成能力，长大后创造性地
做好工作，为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梦
贵池区城关小学409班汪晨菲
指导老师：王美苹

爸爸是一名拥有十五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那还是上幼儿园大班时，偶然间打开了爸爸书桌

抽屉。哇！我当时就惊呆了，抽屉中摆放的都是整整齐
齐红艳艳的“红本本”：大的有我们课本那么大，小的也
有半本书大小；纸质的、海绵的、有的甚至是丝绸的，我
仔细清点数量，竟然有二三十本呢。

“爸爸，老师怎么奖给你这么多的‘红本本’呀？”我
随手拿起了其中的一本，“是因为上课认真听讲奖励的
吗？”“哦，这些‘红本本’叫荣誉证书。”爸爸闻声走进书
房，指着我手上拿着的那本，“这还是爸爸刚参加工作
时，正赶上发大水，爸爸参加黄湓闸的抗洪抢险，抬土
担泥，加固堤坝，当年发给的‘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证
书。”“这本是爸爸当年担任党办秘书时，工作勤恳、加
班加点、任劳任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获得的‘先进工
作者’荣誉证书……”

“那我怎样才能拿到比你还多的‘红本本’呢？”我
有些迫不及待了。“好孩子，有志气。只要你认真聆听老
师的教诲，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好文化知识，多动脑、勤
思考，就一定会拿到许许多多的‘红本本’。”

时光荏苒，现如今，我已经是一名毕业班的学生，
我铭记爸爸的教导，在老师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先后
肩负了班级班长、校红领巾电台播音员以及校大队部
大队委等职责。学习上，我踏踏实实；班级里，我认真负
责，当好老师的小助手；学校里，我全心全意为同学们
服务。我先后荣获了“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
秀播音员”等荣誉称号。为了激励我，爸爸把五年以来
所获得的奖状全贴在了新家客厅的白墙上。

刚上小学的小外甥来家玩时，看见满满一墙全是
我获得的红彤彤的奖状，眼睛瞪得大大的，从他那满是
羡慕的眼神中我仿佛看见了幼时自己的影子。

“我也要像小舅一样，把奖状贴满墙壁！”
“小家伙，野心不小，只要努力，你会拿到比我更多

的奖状！”我搂着我的外甥，摸着他因兴奋而红扑扑的
脸蛋笑着鼓励他，一如当年的爸爸鼓励我多拿‘红本
本’的情形……

爸爸的“红本本”
贵池区实验小学601班包博鳌
指导老师：张丽芬

一本《百年追梦 全面小康》让我受益匪浅，这
本书让我明白：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是祖国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决定国家的未来，我们的“中国梦”汇成
整个国家的“中国梦”，所以我们应该坚定梦想，自
强不息地去奋斗去拼搏，完成自己的梦想。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将来能代
表国家参赛，为国争光。所以我从一年级开始就一直
在学钢琴。前不久，钢琴老师对我说：“晓雨，最近
有个钢琴比赛，你就报个名锻炼一下吧。”我很高
兴，但转念一下：还是应该回家征求一下爸爸妈妈的
意见。没有想到妈妈双手支持我。我当时激动极了，
终于有机会证明自己了。可是我缺少比赛的经验，妈
妈看到我有些担心，亲切地安慰我：“晓雨，你的理
想不是当一名优秀的钢琴家吗？钢琴家也是通过无数
次的比赛而变得越来越优秀的。”妈妈的话给了我很
多动力，我也在心里默默下决心：我一定要努力练
习，抓住机会锻炼自己，为了自己的理想吃点苦值
得。接下来的几天我勤奋练习，不敢有片刻松懈。

比赛那天，我早早地来到比赛现场，前面几个同
学的曲子弹得都很好，而且个个都是钢琴8或9级，
我为她们鼓掌。因为她们都是和我一样，是一群为梦
想而备战的勇士。

“下面有请46号小选手虞晓雨”，听到主持人报了
我的名字，我快速接过话筒，大声地自我介绍道：

“大家好，我叫虞晓雨，今天我演奏的曲子是《土耳
其进行曲》。只听我弹到一半时，底下响起了热烈的
掌声，我听后弹得就更起劲了。最后，我以98分的
高分遥遥领先，我开心极了，飞奔过去和妈妈拥抱，
妈妈举起大拇指，说：“晓雨，棒棒哒！”

通过读书和参加比赛，我坚信：我的梦想终会实
现。让我们用“个人梦”托起“中国梦”。接力追
梦，同学们，你们做好了准备吗？

为梦而战
青阳县丁桥中心小学602班虞晓雨
指导老师：胡丽丽

我的爸爸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党龄已经
有十几年了。今年七月份，爸爸收到一份艰巨而神圣
的任务——代表教育局系统参加全区党章党史知识竞
赛，收到任务后，爸爸异常地高兴，说：“要展现最
佳‘战斗力’”。

此后，爸爸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充电学习中。每天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背党史党章，如：中国共产
党的行动指南是什么？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是什么？
党的群众路线是什么？……一个星期后，我也加入阵
营，当爸爸的小考官，我问，爸爸答，爸爸问，我
答。

一个月以后，爸爸就闪亮登场了，在大赛的舞台
上对答如流，我是在台下一个劲儿地叫好，突然，主
持人问：“党的思想路线什么？”这下，还真把爸爸给
难住了，但是，爸爸只停顿了两秒钟便急中生智的
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
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完全正确，我带头
激动的鼓掌，最后，爸爸获得了党章党史知识竞赛第
二名。

在领奖时，爸爸把我拉上台，然后笑着对我说：
“这次我获得党章党史第二名，也有你一半的功劳
呀！”我听了，高兴地笑了。

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名共产党党员，为实现伟大
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加油，朱子涵！

陪爸爸学党章记党史
贵池区实验小学百荷分校503班朱子涵
指导老师：程磊

闹钟“叮铃铃”地响起，便听到妈妈在念叨：“起床
了！”。

餐桌上，摆着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和一碗稀饭，看
着这平淡的早餐，我的心顿时凉了一大截，面对此情此
景，趁妈妈进厨房时将稀饭倒掉。不料，却被妈妈逮个
正着，她又开始念“经”了：“你看你每天早上都不吃稀
饭，要不倒掉要么吃一半就不吃了，牛奶又不喝，那米
不要钱啊，那奶粉也不要钱啊？洗头发也是的，每天都
洗，水不要钱啊？你不知道……”

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重重地摔上门，跑去学校。
一天的学校生活在落霞中结束，我走在回家的路

上，想起早上我摔门而出的行为，有点后悔和惭愧。
回到了家，妈妈就拉着我坐在沙发上，语重心长的

跟我说：“真是今非昔比啊，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新
鲜的稀饭已是最好的营养品，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
还要劳动，小小年纪就在家里帮父母种田。以前人们梦
寐以求的“老三件”就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我以前
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台收音机。”

我没说话，只默默地听着，打开了电视，无聊的调
转着节目，妈妈又说：“我们那时有台黑白电视就已经
不错了。”

见这些还没提起我的兴趣，妈妈不肯罢休，继续
说：“你想知道我小时候都玩些什么吗？”

我终于来劲了，望着妈妈，等待着她的故事。
“我小时候一放学就去山坡上放牛，那时候我像个

男孩子，坐在牛背上，随便摘根尾巴草就放在嘴里叼
着，更多时候是去砍一根短竹，将它制成竹笛，坐在牛
背山吹笛……看看你们现在的生活环境，真该好好想
想……”妈妈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结尾。

夜阑人静，我托着下巴，仰望星空，妈妈所说的话，
忽的就闯入了我的思绪，荡起阵阵涟漪。

是啊！正如妈妈所说，现在的生活条件却造就了我
们铺张浪费的坏习惯。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我们手中，
前辈们炽热的信念与精神也传承在我们身上。我们不
能忘记昨天的苦难与辉煌，也要无愧于今天的责任与
使命，不负今天的梦想与追求。让“中国梦”飞得更高，
让“红基因”继续传承！

放飞中国梦
贵池区梅龙初级中学803班胡浩婷
指导老师：柯学海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华夏文明夺目璀璨。回首历
史的滚滚长河，不能磨灭的是传承千年、经久不衰的
国学文化，漫步于经典国学的丛林中，可以体味到一
份别样的宁静与祥和。古代圣贤留下的不朽篇章，滋
润着我这颗如饥似渴的求学心，引导着我追寻文明的
足迹迈步向前。在经典诵读中，论语中的一句“吾日
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
不习乎？”深深影响着我，时时督促我做一个向上、
向善的好少年。

记得有一次，朋友约我星期六去图书馆看书，我
愉快地答应了。可到星期六的时候，我把约定忘得一
干二净，在家里玩电脑、看电视……直到下午朋友找
上门来，发现我正在玩游戏，他问我：“你不是答应
跟我一起去图书馆看书的吗？”我一拍脑门这才想
起，便向朋友解释。可朋友却丢给我一句：“你也太
不讲诚信了，以后再也不和你这样的人交朋友。”说
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留下傻愣愣的我在反思。这次
真的是我错了，因为我与朋友交而不信。

当我还没有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来时，就又一
次犯傻了。

一天下午，老师布置我们回家复习第二单元，说
明天要考试。还没等老师布置完，我爽快地答应：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复习拿到第一名”。放学
回家，我正要复习，两个初中的学生找我玩，我说：

“我要复习，准备明天迎考”。他们却说：“现在又不
是上学时间，再说了，时下不是流行一句‘大考大
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吗？”。听了他们如此之
说，我便和他们去玩了。第二天考试，我只做了几题
就不会做了，无奈之下，我就胡乱地写完将考卷交给
了老师。老师改完试卷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问我回家
有没有认真复习，望着老师的眼神和考出的分数，我
惭愧地低下了头。是呀！“传不习乎？”我做到了吗？

自从诵读国学经典之后，每当回忆起自己所做的
这两件事时，感觉曾经的自己是多么愚昧无知。而
今，我要感谢国学，它不仅让我从温了历史，开阔了
眼界，更让我这个曾经懵懂无知的顽童蜕变成了一个
成熟懂事的少年。

国学伴我成长
贵池区马衙中心学校百梁小学五年级罗宏
指导老师：陈霞

““放飞中国梦放飞中国梦 传承红基因传承红基因””征文优秀作品选登征文优秀作品选登



风筝在飞翔
让风筝载着我的童年
自由翱翔
让我的梦想乘着风筝的翅膀
穿越那无尽的海洋
让风筝去飞
载着我的童年
把我的梦想放飞
乘着风筝的翅膀
让它看天空中鸟儿如此欢畅
让它看我童年的微笑
放飞了我的梦想
它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穿越了无尽的海洋

放飞梦想
青阳县乔木乡中心小学401班周可欣
指导老师：肖路

本报讯（记者唐馥娴） 5月19日，2016年度“放飞
中国梦 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征文评选揭晓。由市关
工委、市教育局、池州日报社相关专家组成的评审组，
从去年在《池州日报·九华晨刊》刊发的众多征文作品中
评出一等奖5篇、二等奖8篇、三等奖12篇；王金荣、裴晓
能、王茂云、柏凤英、马锋获“优秀指导老师”。

“放飞中国梦 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是以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等重大节
庆、重大事件为契机，突出党史、国史教育，是前几年
中国关工委、省、市关工委开展的系列主题教育活动的
继续和深化。2016 年，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关工委的要
求，团结教育广大青少年“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
帮助广大青少年深入了解党的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激
发他们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从小学习做人、学习立
志、学习创造，更好地成长成才，市关工委、市教育
局、池州日报社在全市中小学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了

“放飞中国梦 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征文。自2016
年4 月26 日开始，至2016 年12 月6 日结束，各县 （区）
中小学生踊跃投稿。先后有121篇优秀作品刊登在《池州
日报·九华晨刊》上。

本次评选分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共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25名。其中，获得小学组一等奖的作品为《小丫
进城》（作者：青阳县蓉城镇第一小学 405 班 许姿扬）、

《“雪糕”情》（作者：石台县实验小学501班 陈语莺）；
获得初中组一等奖的作品为《放飞理想》（作者：青阳县
三中805班 张彦如）、《我的梦想》（作者：青阳县三中
707 班 王浩）；获得高中组一等奖的作品为 《梦想之
花 花开不败》（作者：池州六中高一（4）班 朱文文）。

附获奖名单：
一、小学组
一等奖：
5月31日 《小丫进城》
（青阳县蓉城镇第一小学405班 许姿扬）
优秀指导老师：王金荣
6月28日 《“雪糕”情》
（石台县实验小学501班 陈语莺）
优秀指导老师：裴晓能
二等奖：
4月26日 《三代人的童年印象》
（青阳县乔木乡中心小学502班 卢皖川）
8月16日 《传承中华文化》
（东至县泥溪镇朱村小学四年级 路国霞）
10月11日 《我的书法梦》
（贵池区城西小学507班 章一凡）
11月8日 《小事情中的大智慧》
（贵池区城关小学601班 吴迪）

三等奖：
5月17日 《百善孝为先》
（青阳县蓉城镇第一小学405班 王欣）
5月24日 《最美孝心少年》
（青阳县蓉城镇第一小学403班 王峰）
5月31日 《提倡勤俭节约》
（贵池区实小百荷分校504班 赵蕾）
8月16日 《诚信》
（贵池区南湖小学501班 刘庆）
8月16日 《共筑精神家园》
（九华乡中心小学501班 阮奕辰）
8月23日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东至县实验小学303班 朱志安）
二、初中组
一等奖：
6月14日 《放飞理想》（青阳县三中805班 张彦如）
优秀指导老师：王茂云
7月5日 《我的梦想》（青阳县三中707班 王浩）
优秀指导老师：柏凤英
二等奖：
5月3日 《寻》（青阳县四中801班 王蝴蝶)
5月3日 《我的梦想》
（池州市第十中学809班 章露丹）

10月25日 《关爱在身边》
（石台县崇实中学901班 吕安娜）
11月15日 《放飞中国梦 永远跟党走》
（池州市第三中学初二（2）班 李雨萱）
三等奖：
4月26日 《中国梦》
（池州市第十中学809班 陈韵）
6月28日 《我的“飞天梦”》
（青阳县三中707班 姜明娣）
11月1日 《古城巨变沐党恩》
（石台县崇实中学801班 谢李娟）
11月1日 《放飞中国梦》
（九华山中心学校704班 刘烨楚）
11月22日 《我的梦想》
（石台县小河初级中学902班 涂婷）
11月22日 《晒出我的梦想》
（池州市第十中学803班 秦子迈）
二、高中组
一等奖：
11月15日 《梦想之花 花开不败》
（池州六中高一（4）班 朱文文）
优秀指导老师：马锋
二、三等奖缺。

“放飞中国梦 永远跟党走”主题教育征文评选揭晓


